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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蔡来寅纠纷案诉讼进展暨资产被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诉讼情况概述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新大洲”）于 2019 年

10 月 9 日披露了蔡来寅诉深圳市尚衡冠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尚

衡冠通”）、黑龙江恒阳牛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阳牛业”）、陈阳友、刘

瑞毅、徐鹏飞、新大洲、讷河新恒阳生化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讷河新恒阳”）、

许树茂民间借贷纠纷案的情况，有关内容请见披露的《关于收到法院民事裁定书

的公告》（编号：临 2019-118）。本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7 日披露了该案的一审

判决（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 03 民初 796 号民事判决）情况，

请见披露的《关于蔡来寅纠纷案诉讼进展的公告》（编号：临 2020-168）。2020

年 12 月 3 日，公司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17

日披露了因该案被查封、冻结财产的情况，请见披露的《关于蔡来寅纠纷案诉讼

进展的公告》（编号：临 2020-178）。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9 日披露了该案的终审

判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粤民终 309 号民事判决）情况，请见披露的

《关于蔡来寅纠纷案诉讼进展的公告》（编号：临 2022-022）。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30 日披露了收到该案《执行裁定书》、《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的情况，

请见披露的《关于蔡来寅纠纷案诉讼进展的公告》（编号：临 2022-065）。 

二、进展情况 

1、本公司近日通过网络查询到上述蔡来寅案新增冻结本公司持有子公司的

股权：本公司持有的嘉兴阳斌赋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999 万元股权、

本公司持有的海南新大洲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0 万元股权、本公司持有的宁波

恒阳食品有限公司 10000 万元股权被冻结。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因上述蔡来寅案本公司资产被冻结情况如下： 

序号 资产名称 涉及金额 相关信息披露情况 

1 
本公司占海南新大洲实业有

限责任公司股权 
2000 万元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公告

名称：《关于蔡来寅纠纷案诉讼

进展的公告》(临 2020-178)，披

露日期：2020 年 12 月 17 日。 

2 

本公司占嘉兴阳斌赋新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权 

999 万元 本公告 

3 
本公司占海南新大洲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股权 
1000 万元 本公告 

4 
本公司占宁波恒阳食品有限

公司股权 
10000 万元 本公告 

5 本公司 16 个银行账户 
账户余额合计 98.41

万元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公告

名称：《关于收到法院民事裁定

书的公告》（临 2019-118），披

露日期：2019 年 10 月 9 日。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次公告前，本公司（包括控股公司在内）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

如下： 

序

号 
诉讼(仲裁)基本情况 

涉案金额

（万元） 
诉讼(仲裁)进展 

诉讼(仲

裁)审理

结果及影

响 

诉讼

(仲裁)

判决执

行情况 

1 

2022 年 9 月，徐红英、徐健、

马军诉本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

任纠纷案，要求本公司赔偿投

资差额损失等分别 41032、

307031、12381 元。 

36.04 二审中 不适用 不适用 

2 

2022 年 7 月，恒阳优品电子商

务（江苏）有限公司诉好又鲜

公司仓储合同纠纷案，诉请好

又鲜支付恒阳优品货款

8249.52 元及逾期还款利息、诉

讼费用。 

0.82 已结案 

判决好又

鲜公司支

付恒阳优

品货款

4229.98

元。 

已履行

完毕 

3 

2022 年 12 月，北京大成律师事

务所申请仲裁，仲裁请求本公

司向其支付律师费 160 万元及

利息损失合计 1936383.33 元。 

193.64 仲裁中 不适用 不适用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前期已披露小额诉讼事项进展： 

序号 诉讼(仲裁)基本情况 涉案金额（万元） 诉讼(仲裁)进展 
诉讼(仲裁)审理结

果及影响 

诉讼(仲裁)判

决执行情况 
前次披露索引 

1 

2020 年 7 月，中太建设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本

公司参股子公司能源科

技公司及其股东山东国

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本公司建筑合同纠纷

案，请求法院判令被告

给付原告建设工程施工

款 293.20 万元、拖欠工

程款的利息、股东承担

互付连带责任、诉讼费。 

293.2 

2022 年 5 月一审

判决。2022 年 11

月二审判决。 

一审判决：1、能源

科技公司在判决生

效之日起 10 日内给

付中太建设

2932001.82 元，及利

息。给付上述款项时

扣除 758348.96 元审

价费按照合同约定

代扣代缴给审价单

位；2、驳回中太建

设其他诉讼请求；3、

驳回能源科技公司

的反诉请求。 

二审判决维持原判。 

未履行判决 

巨潮资讯网。公告名称：

《关于张天宇纠纷案诉

讼进展的公告》、《关于涉

及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

纷案件中部分案件一审

判决结果的公告》。公告

编号：临 2020-120、临

2022-048。披露日期：2020

年 07 月 18 日、2022 年 6

月 14 日 。 

2 

2022 年 5 月，黄小厨品

牌管理有限公司诉本公

司子公司恒阳优品电子

商务（江苏）有限公司，

诉请判令被告向原告支

付费用提成和逾期付款

利息。 

200 
2022 年 12 月一审

判决。 

一审判决：恒阳优品

支付黄小厨提成

1882844元及逾期付

款利息。 

未履行判决 

巨潮资讯网。公告名称：

《关于诉讼事项进展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45。披露日期： 

2022 年 5 月 14 日。 

3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原

五九集团财务管理部副

部长宋跃农涉嫌犯贪污

罪；原五九集团董事长

周健、宋跃农涉嫌犯职

务侵占罪。 

1,808.67 

2022 年 1 月一审

判决；2022 年 3

月二审裁定。 

一审判决：1、被告

人宋跃农犯贪污罪，

判处有期徒刑十一

年，并处罚金 150 万

元；宋跃农犯职务侵

占罪，判处有期徒刑

十一年。两罪并罚，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十七年，并处罚金

150 万元。2、被告

人周健犯职务侵占

罪，判处有期徒刑十

年。3、追缴宋跃农

违法所得 589.8488

万元予以没收，上缴

国库。4、宋跃农违

法所得的涉案财物

895.0037 万元责令

退赔，返还给五九集

团。5、周健违法所

得的涉案财物

913.6635 万元责令

退赔，返还给五九集

团。6、实物未随案

移送的被告人宋跃

农涉案款

1255.52252 万元及

宋跃农位于呼伦贝

尔市海拉尔区伊仕

丹 10 楼 1032、1033、

五九集团已收

到宋跃农退赔

6,107,973.20

元、

2,850,063.80

元；尚未收到

周健应退赔的

财物。 

巨潮资讯网。公告名称：

《关于诉讼事项进展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59。披露日期： 

2022 年 8 月 20 日。 



1034 号涉案房产由

查封、扣押、冻结机

关，依法可根据被害

单位出具的说明将

二被告人退赔款上

缴国库。 

二审裁定：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4 

2021 年 6 月，五九集团

诉黑龙江省翀启环保设

备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案，要求解除合同赔偿

损失。 

157 

2022 年 5 月一审

判决。2022 年 9

月二审判决。 

一审判决：1、判决

五九集团（反诉被

告）给付黑龙江省翀

启环保设备有限公

司（反诉原告）工程

款 392500 元；2、判

决五九集团（反诉被

告）给付黑龙江省翀

启环保设备有限公

司（反诉原告）利息，

以 392500 元为基

数，自 2021 年 6 月

21 日起，按照同期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计付；

3、驳回黑龙江省翀

启环保设备有限公

司（反诉原告）其他

反诉请求。 

二审维持原判。 

已履行完毕 
巨潮资讯网:《2022 年半

年度报告》。 

5 

2022 年 7 月，北京优之

行科技有限公司诉本公

司子公司恒阳优品电子

商务（江苏）有限公司，

诉请判令被告向原告退

还预付款及利息。 

200 

2023 年 1 月收到

《执行通知书》、

《财产报告令》

等。 

2022 年 9 月，判决

恒阳优品退还优之

行 200 万元预付款

及支付相应的利息。 

未履行判决 

巨潮资讯网。公告名称：

《关于诉讼事项进展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59。披露日期： 

2022 年 8 月 20 日。 

6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共

发生证券虚假信息陈述

纠纷案件 164 起，诉讼

金额 1601 万元。 

1601 

部分未缴费按撤

诉处理、部分一审

已判决、部分二审

已判决、部分已赔

偿完毕。 

截至目前，已判决我

公司赔付 327.70 万

元（含案件受理费）。 

已赔偿完毕

181.04 万元。 

巨潮资讯网:《2022 年三

季度报告》。 

四、本次冻结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冻结资产，对公司的征信状况造成一定的影响，对公司的经营管理造成

一定的影响。 

2023 年度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网络查询蔡来寅案之冻结资产资料； 

2、徐红英、徐健、马军诉讼案之《民事起诉状》； 



3、好又鲜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诉讼案之《民事起诉状》； 

4、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仲裁案之《仲裁申请书》； 

5、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讼案之《民事判决书》； 

6、黄小厨品牌管理有限公司诉讼案之《民事判决书》； 

7、周健、宋跃农案件之宋跃农退赔资料； 

8、黑龙江省翀启环保设备有限公司诉讼案之《民事判决书》； 

9、北京优之行科技有限公司诉讼案之《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 

以上，特此公告。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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